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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若凡）5 月 26 日，河南省拳击运动
协会正式挂牌成立。

我省于 1992 年和 2009 年分别成立了男子拳击队
和女子拳击队，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先后涌现出
张志磊、赵建设、李亮亮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随着时
代的发展，拳击项目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喜爱。为了
进一步促进并规范我省拳击项目的发展，引领和带动
全省各地市拳击运动训练规模和水平的提高，经省体
育局同意，由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牵头成立了拳击
协会。

据悉，共有来自省直相关单位、高校、专业队，以及
相关企事业单位的 80 多名代表参加了协会成立大会，
省体育局副巡视员张跃敏当选为协会主席。

省重竞技管理中心主任戴云鹏介绍，目前我省拳
击队在训规模 50 余人，其中多为新集训的年轻运动
员，他们为我省拳击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里约奥
运会、天津全运会的各项备战工作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拳击作为我省的优势项目，发展势在必行。拳击协会
成立后将拓展我省拳击运动范围，为全省拳击爱好者
们提供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此后，协会还将加强
民办拳击馆、校和俱乐部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社
会拳击项目的普及与发展当中。④11

省拳击运动协会挂牌成立

河南拳击有了“领头羊”

超级大乐透再度爆出 2400 万头奖。5 月 25 日，超
级大乐透第 15059 期开奖，1 注 2400 万头奖花落山东，
这是 3.6 亿派奖期间，送出的第 2 个 2400 万封顶头奖。
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攀升至 12.97 亿元，离突破 13 亿
大关仅有一步之遥。在今晚开奖的第 15060 期又将迎
来“大放送”，注入 6000 万元派奖奖金+滚入的 4700 万
派奖奖金，周三派奖奖金将突破 1亿元，达到 1.07亿元。

当期的开奖号码为：07 09 19 23 32 + 01 03。
前区奇数占明显优势，奇偶比 4：1，其中，“07”是隔期
出号，“09 和 19”是一组同尾号，“23”是当期开奖号中
最冷的一个，在经过 11 期的休整后终于亮相。后区同
样是奇数当道，开出“01、03”两个小奇数组合。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 1 注 2400 万元头奖出自烟
台市，是一张 5 注单式追加票，投入金额为 15 元，其中 1
注命中 2400 万封顶头奖。因为现在正处于 3.6 亿大派
奖期间，所以幸运得主除了中得常规追加投入后的
1600 万追加头奖奖金，还
收获了 500 万基本派奖奖
金 和 300 万 追 加 派 奖 奖
金，因而使得单个头奖达
到了封顶的 2400万元。

当 期 开 出 封 顶 头 奖
后，奖池金额达到 12.97 亿
元，距离 13 亿大关仅一步
之遥。④11 （张慧慈）

体彩乐园

大乐透爆出第二个封顶头奖北京时间 5 月 26 日，NBA 西部
决赛，勇士队未能在客场延续如虹
的气势再下一城横扫对手，而是被
火箭在主场以 128∶115 击败，将总
比分追成 1 比 3。

此役火箭不甘心被横扫，一开
场疯狂进攻，前几场失去的三分感
觉回归。哈登三分球 11 投 7 中，拿
下了 45 分、9 个篮板和 5 次助攻，约

什·史密斯 20 分，特雷沃·阿里扎 17
分。勇士这边，大将库里在上半场
受伤离场，不过下半场回归，全场投
中 6 记三分球，得了 23 分，克雷·汤
普森也有 6 记三分球进账。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第二节
出现突发情况，库里在一次防守中恐
怖受伤，腾空空翻后头部着地，这样
揪心的一幕也直接导致了比赛的中

断，好在经过了5分钟的现场诊断，库
里还是自己站了起来，而这时候现场
不论是勇士球迷还是主场的火箭球
迷，都以热烈的掌声来鼓励萌神。

勇 士 上 次 进 入 总 决 赛 是 在
1975 年，当年他们夺冠，现在只差
一场离旧梦重圆就又近了一步。不
过火箭的哈登等球员仍然有信心翻
盘。④11 （文刀）

库里摔倒 勇士止步
NBA 西部决赛火箭追回一场

今年，美丽的西子湖畔少了中原
动漫人的身影，而奔腾的黄河之滨留
下了中原动漫人的心血和汗水。5 月
26 日，记者从郑州市动漫协会获悉，

“2015 中原动漫嘉年华”将于 6 月 13
日在惠济区江山路百汇地动漫文化创
意中心的“百汇地·动漫谷”拉开大幕。

与往届不同，由省文化厅、郑州市
政府指导，郑州市文广新局、郑州市动
漫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郑州市惠济
区政府等主办的“2015 中原动漫嘉年
华”不仅以崭新面貌示人，更标志着中
原动漫进入了至关重要的转型升级阶
段。

创新理念丰富内涵
据河南百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

责人潘春林介绍，本届动漫嘉年华以
“水+童趣”为主题，由河南睿纳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根据国产优秀动画片《山海
奇谭》设计的大型水上游乐设备分布在
1.5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内，有“水上大冲
关”、“水上清道夫”、“奔跑吧、宝贝”等
丰富多彩的水上亲子趣味游戏，营造

“亲子游、合家欢”的活动氛围。
此外，园区内“百年童趣、回归童

年”的游戏设置，也将让陪孩子来此游
玩的家长“一步跨进历史、一日畅游童

年”。打陀螺、扔沙包、跳大绳、滚铁
环、真人飞行棋等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经典游戏都一一出现。动漫创
意市集、动漫舞台剧展演以及大河小
子、小樱桃、二兔等多个本土动漫明星
也将在活动期间与观众见面。

秉持公益传统的中原动漫嘉年华还
将启动“爱心游园公益日”活动，开展助
残专场、低收入家庭专场以及拥军专场，
相关人员凭有效证件均可免费入园。

理性回归积蓄力量
“中原动漫嘉年华”历经 4年洗礼，

已成为我省动漫界的一个品牌和郑州的

城市名片。但面对整个中原动漫的大环
境，这一品牌也在寻求着转型升级，并继
续发挥在全省动漫界的引领作用。

郑州市动漫协会秘书长孔小红表
示，今年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参加杭州
国际动漫节，就是因为中原动漫人将
精力投入到了黄河之滨的动漫嘉年
华。郑州动漫经过 5 年的快速增长，
迈过了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进入理
性回归、沉淀思想、积蓄力量的阶段，

“重内容、轻产业”的模式正在退出历
史舞台。“中原动漫嘉年华”正是在新
形势下，用自身品牌的号召力营造动
漫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创新盈利模

式，培育动漫产业的消费市场，进而提
升郑州的文化品位。

据了解，“百汇地·动漫谷”周围有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大观、思念
果岭国际社区、黄河谷马拉湾海浪浴
场、绿源山水等，是郑州休闲游乐、观
光旅游、健康养生的集聚区。郑州市
惠济区旅游局局长赵会勇表示，“中原
动漫嘉年华”项目落户惠济区，将推动
整个郑州市文化产业格局的布局，也
对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起到重要作
用。活动不仅是郑州动漫产业转型升
级的起点，也是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
最新燃点。④4

挥别“西湖论剑” 开辟“黄河之约”

中原动漫迎来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寻找不
会放弃的人，他们就是未来！”5 月
26 日上映的电影《明日世界》借男
主角乔治·克鲁尼之口讲出了打开

“明日世界”的法宝。
迪士尼年度科幻巨作《明日世

界》讲述了一个对科学充满好奇心的
青少年与一个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厌
倦感的前少年天才发明家共同经历
了一段充满危险的旅程，去寻找他们
共有记忆中的“明日世界”，并揭开它
背后隐藏的秘密。

该片由好莱坞男影星乔治·克
鲁尼和新人女演员布丽特妮·罗伯
森担任男女主角，这是继《这个杀手
不太冷》、《第五元素》之后又一对魅
力大叔与青涩少女组合。导演是

《碟中谍 4》、《美食总动员》的导演布
拉德·伯德，而影片的剧本，也由伯
德携手《迷失》编剧达蒙·林德洛夫、
小说原著作者杰夫·简森一同完成。

《明日世界》想象力极其丰富，
为观众描摹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幻
境。《星际穿越》中未能向观众充分

展示的未来世界样貌，观众可以在
“明日世界”看个究竟。片中，在法
国埃菲尔铁塔中发射的火箭竟成了
连接现实世界和“明日世界”之间的
通道。

影片在展示想象力的同时，也
向观众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
实，由于滥用资源，地球正在逐步
走向毁灭，只有不放弃保护美丽地
球的希望，才能到达“明日世界”，
否则“明日世界”只能存在于幻境
之中。④4

克鲁尼带你走进“明日世界” 本报讯 由黎明、高圆圆主演的《上
海滩》后传、电影《君子道》片方昨日宣布，
该片定于今年10月1日公映。

这是香港无线（TVB）30年来首次授
权续写《上海滩》后传故事，影片历时8年
才完成。《上海滩》中，能文能武的许文强
和高贵优雅的冯程程已成经典，影片主
题曲也传唱至今。

据片方介绍，《君子道》剧情从周
润发扮演的许文强走出百乐门开始
续写。许文强死而复生，成为教父级
人物，而丁力则变身最大反派，最后
惨死……当年遗憾许文强之死、遗憾

《上海滩》戛然而止的人们，终于能一

补缺憾了。
黎明在《君子道》中饰演许文强。他

表示，为了追求完美，导演在初剪时废掉
了许多拍完的镜头，以至于不得不数度
建组、数度再拍，众多演职人员辛苦异
常。“天王”直言，教父式人物不好演。

高圆圆也是影片一大亮点——首次
出演中性造型、极具冷酷的男装丽人，这
位黑衣少女心狠手辣，还与马天宇饰演
的“玉面杀手”上演悲情姐弟恋……

《君子道》还将许文强、丁力融进了
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真实历史
背景中，希望真实的历史背景使电影像
史诗般壮观。④4 （文娱）

黎明高圆圆携手黎明高圆圆携手《《君子道君子道》》


